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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梵蒂岡電台訊）教宗方濟各 5月 13日上午在聖伯多祿廣場

主持周三公開接見活動。當天，教宗圍繞家庭生活中的三個

規語“請問”、“謝謝”和“對不起”展開要理講授。以下

是教宗方濟各要理講授的全文： 

 

親愛的弟兄姐妹，上午好！ 

 

今天的要理講授如同是一扇入戶門，通往一系列關於家庭生

活，關於時間和事情上真實生活的省思。這扇入戶門上寫著

三個規語，我在這廣場上已經多次使用，它們是：“請

問”、“謝謝”、“對不起”。事實上，這三語通往家庭和

睦生活的道路。這三語極其簡單，但實踐起來卻沒那麼簡

單！其中蘊含著一股巨大的力量，保護家庭的力量，即使必

須歷經無數困難和考驗﹔少了它們，家庭則會慢慢產生裂

縫，甚至會造成家庭瓦解。 

 

我們通常認為這些是“有禮貌”的用語。是的，一個有禮貌

的人會徵求同意，說謝謝，或在犯錯後請求原諒。是的，有

禮貌十分重要。偉大的主教聖方濟各沙雷氏（Francesco di 

Sales）常說：“有禮貌已是成聖的一半”。但要注意的是，

在歷史中我們也看到了形式主義的禮貌，這種禮貌可以變成

掩蓋心靈枯竭和對他人冷漠的面具。人們常說：“光鮮的外

表下隱藏著惡習”。宗教也未能避免這樣的威脅，它會讓人

陷入形式的世俗精神。試探耶穌的魔鬼賣弄自己有修養，正

教宗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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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紳士、騎士的面目出現，而且引用聖經，似乎是個神學

家。它的方式似乎無可指摘，但它的意向卻是要引人離開天

主之愛的真理。我們要說的有禮貌則是這個詞句本身的真實

涵義，即待人處世的良好態度在愛好善德及尊重他人之中牢

固地扎根。家庭度的就是這種彼此相愛的彬彬有禮的生活。 

 

我們看看，第一個規語是“請問”。如果我們能非常有禮貌

地提出請求，即使是那些自認為理所應當的請求，我們就是

為婚姻與家庭和睦共處的精神提供了真正的保護。進入另一

人的生活，即使他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也要求我們持有不

侵擾別人的謙恭有禮的態度，使互信互重不斷更新。總之，

親密關系絕非是理所當然地將一切和盤托出。愛得越親密、

越深刻，越應該尊重自由、等待對方打開自己的心門。關於

這一點，我們要記住耶穌在《默示錄》中所說的話：“看，

我立在門口敲門，誰若聽見我的聲音而給我開門，我要進到

他那裡，同他坐席，他也要同我一起坐席”（三 20）。主耶

穌也會在進門前先敲門！我們不要忘記這點。在家中做一件

事之前需要詢問：“請問，我可以做這事嗎？你願意我這樣

做嗎？“這正是既有禮貌又充滿愛的言詞。這對家庭大有益

處。 

 

第二個規語是“謝謝”。有時候我們會覺得自己正在變得不

禮貌、滿口臟話，這些惡習似乎成了解放的標記。我們甚至

經常聽到有人公開罵臟話。禮貌和感謝的能力被認為是軟弱

的標記，有時甚至被視為膽怯。這種趨勢在家庭生活中應當

被遏制。在感恩和謝恩的教育上我們絕不讓步：人性尊嚴和

社會正義，二者都是從這裡起步的。若家庭生活忽視這風

范，則社會生活也必失去它。再説，對信徒而言，感恩也是

其信仰的核心：一個不知感恩的基督徒是一個忘記天主的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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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人。這是不好的！我們要記住耶穌的質問：祂治好了十

個癩病人卻只有一個回來謝恩（參：路十七 18）。我曾經聽

到一位非常有智慧、非常和善、純朴的老婦人，具有那種憐

愛和生活智慧的老婦人說：“感恩是一株生長在高貴靈魂土

壤中的植物”。那促使我們在受恩後說謝謝的是靈魂的高

貴，在靈魂中天主的恩寵。感恩是高貴靈魂開出的花。感恩

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 

 

第三個規語是“對不起”。這個規語固然難以啟齒，卻非常

必要。少了它，小小的裂縫會不斷擴大——即使你不願意—

—甚至會變成溝壑。難怪在耶穌教導我們的那篇可以解答一

切生活難題的《天主經》中，我們找到這樣的句子：“求祢

寬恕我們的罪過，如同我們寬恕別人一樣”（瑪六 12）。承

認過失及渴望改正過錯便使人當得起寬恕，這是尊重、誠懇

及愛的態度。這樣一來，裂縫就會止住。但是，倘若我們沒

有能力請求原諒，那麼我們也就無法寬恕。在家裡如果不再

請求原諒就會缺少氧氣，水會變成死水。感情上的諸多創

傷、家庭中的許多裂縫，都是從不再說這寶貴之詞“對不

起”而開始的。婚姻生活少不了吵架，但我給你們一個建

議：吵架不過夜。聽好了：妻子和丈夫們你們吵架嗎？子女

和父母們你們吵架嗎？吵得很凶嗎？感覺不好受，但這不是

問題。問題是第二天還有這種感受。為此，若你們在家裡吵

了架，絕不能不和好就結束這一天。那我該如何和好呢？要

我下跪嗎？不是的！你要做出一個微小動作，一件小事即

可。如此，家庭就會恢復和諧！絕不可不和好就結束一天的

家庭生活。明白這點了嗎？唉，不容易啊！但必須做到。這

樣一來，生活才會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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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個家庭規語非常簡單，或許剛開始我們會覺得可笑。但

是，當我們忘記了它們時，我們就笑不出來了，不是嗎？或

許我們的教育對它們太過疏忽了。願上主幫助我們將它們放

回正確的位置上，放在我們的心中，我們的家庭內，也放在

我們的社會生活中。這三語正是贏得親情的關鍵所在。 

教宗方濟各 

 

 

 

 

 

 

 

    聖安多尼（St. Antony of Padua） 

                                                Fr. Paul Leung 

                                                                               
 

"聖人是葡萄牙的主保、旅行者的主保、孕婦和不育婦人的主

保、窮人的主保、失物者的主保、航行者的主保等。" 

六月十三日 聖安多尼（St. Antony of Padua） 

 

聖安多尼原籍葡萄牙里斯本，晚年在帕雕亞傳教，因此後人

稱他為安多尼巴都亞。 

 

聖安多尼生於一一九五年，自幼跟里斯本神職班讀書。十五

歲時，加入司祭團為團員。兩年後調哥因白（哥因白當時為

葡萄牙首都）修院住了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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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安多尼專務祈禱和研究，對聖經尤有心得。 

 

一批方濟各會會士在摩洛哥傳教，殉道致命，他們的遺骸於

一二二Ｏ年迎往哥因白。安多尼對先烈為主捨生的英勇精

神，非常欽佩，立志步他們的後塵。遂於一二二一年入方濟

各會，準備赴遠方宣揚福音。 

 

後來會方派他去非洲傳教。可是一到北非，突患重病，只好

搭船返歐洲治療。中途船隻為颶風所阻，被迫在西西里島上

岸，又由西西里島折回亞西西，參加方濟各會 的聖體大會。

大會結束，他被派到福利修院工作。他在修院裡，除了念經

祈禱外，擔任清洗餐具等雜務，他的才學遠沒有受到大家的

注意。 

 

福利修院舉行祝聖新神父典禮，出席的神職人員很多，可是

事先大家都沒有準備講稿，臨時請安多尼代表眾人致詞。安

多尼的演辭，博得全體與會人士的好評。他的話，句句中

肯，無論神學和口才方面，也充分表示：他是第一流的演講

天才。 

 

省會長就派他到意大利北部隆巴田省傳教，隆巴田省的異端

教徒，多數是有學問的，安多尼引證聖經，介紹天主真道，

成績非常好。 

 

安多尼除了講道外，還在修院裡擔任讀經員。他的講道，意

義深刻，字句動人，音調優美，加以他的聖德卓越，態度誠

懇，聽講的人莫不感動。所以每到一處，萬人 空巷，罪人回

頭改過，冷淡教友修德成聖。他在哪裡講道理，哪裡商鋪都

臨時停業，店主夥計都要去聽道，人們怕到堂裡佔不到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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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在前一夜就到堂裡把座位佔 好，寧可犧牲睡眠的時間，

不可錯過他的講道。有時堂裡實在無法容納，就改在公共廣

場講道。 

 

教宗額我略九世有一次參加旁聽，親自聽到他引經據典，口

若懸河，擊節稱賞，稱他為「有腳的聖經活櫃」（意指安多

尼對聖經文字，全部熟悉）。 

 

聖人周遊法、意等國作公開講道的時候，上主賜以顯行神蹟

的奇能，所以他宣講的成績，更加卓著。當時新摩尼教的邪

說正在泛濫，迷惑人心。聖人予以痛擊，不遺餘力，因此獲

得了「異教者的鐵錘」的雅號。 

 

安多尼晚年退隱帕雕亞，照常講道勸人。當地的教友。對聖

人慕名已久，如今親聆教誨，喜出望外，所以安多尼的講

道，在帕雕亞收效之宏，又非他人能望其項背。 

 

安多尼全力攻斥重利盤剝的惡習，呼籲對無力償債的窮人予

以公平合理的待遇。 

 

一二三一年春季，安多尼草擬了多篇講道詞，但體力不支，

往江森休養。到了那裡，病勢一天比一天沉重，自知死期已

至，便決定回到帕雕亞。六月十三日，他到了 帕雕亞郊外的

一個小村，與世長辭，享年僅三十七歲。翌年即由教宗額我

略九世列入聖品。一九四六年，教宗比約十二世又奉他為聖

教的聖師，並追封他為「福音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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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安多尼是一位常顯神蹟的聖人；他所顯的神蹟，多得無法

計算，所以信友們對他的敬禮，不僅過去極為踴躍，而且現

在也持續不衰。 

 

聖安多尼聖像上，手裡抱著聖嬰耶穌，出典是這樣的：他到

某地做客，從窗裡望出去，只見安多尼雙手恭抱聖嬰耶穌，

神采奕奕，貌如天人。 

 

較早的聖人畫像上，有一本書，表示他精通聖經文字。有的

畫像上，聖人旁邊，有一頭驢子，出典是這樣的：聖人出外

送聖體，驢子見了，便屈膝跪地，朝拜吾主的至聖聖體。 

聖安多尼對窮人異常愛護，所以後世奉他為窮人的主保，布

施銀錢物品，求他代禱，稱為「安多尼的麵包」，就是這個

出典。 

 

人們遺失了物品，常求聖安多尼代禱，恩賜尋回失物。這項

敬禮，大約與下述軼事有關：聖安多尼平日常用的一本聖詠

書，被一個初學修士拿走，聖人遍尋不獲，就祈禱上主，那

修士在路上突見怪物，嚇得跑回來，把聖詠書還給聖人。 

 

聖人是葡萄牙的主保、旅行者的主保、孕婦和不育婦人的主

保、窮人的主保、失物者的主保、航行者的主保等。 

 

他給我們的箴言是：「瑪利亞的聖名，在嘴裡比蜜還甜，在

耳裡比協奏曲還動聽，在心裡比快樂還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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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在天主的懷中                                  Melissa Poon 

 

 

 
偶然記起，去年我有一位大學的同學來探我，他講了一個方

濟各會隱修士的故事给我聽。故事内容是叙述一位方濟各會

的修士在一個山顶的洞内隐修，他每天必需下山到河邊取

水。有一天下山時，這位修士手持水桶，心想：我在這兒苦

修，天主知道嗎？這念頭在他心中一閃而過，不久，他突然

聽到有聲音數著: 一，二，三，四，.......修士停下身來，數數

的聲音也同時停止，他回頭一看四下無人，便又開始走，又

有聲音數著一，二，三，四，........,他又停下來。此時，他立

刻领悟到，他心裏疑惑天主是否知道他在此苦修，而天主立

刻讓他知道，天主不但知道他在此苦修，更讓他明瞭連他走

過的每個脚步天主都在為他計數，天主時刻與他在一起。 

 

從這個故事來看，天主的確真的陪伴我們走人生的每一步

路。當時我只覺得這個故事很美，回想起來，在人生的旅程

中，不斷的體會到天主的愛，沒有一件事，沒有一天，我們

的主不跟你我在一起。不是因為你很明顯得到祂的恩惠才這

樣說，事實上祂免我們陷於誘惑或凶惡，就是祂绝大的恩

典。所以我知道這個故事不僅是這個聖人的故事，也是你，

我的故事。 

 

作為一個教友往往會想，等我有時間才去服務天主，服務人

群呢？我曾看過一则聖經 : 有一個富有的人想要建築穀倉來

收藏他豐收的糧食。可是天使晚上则彼此討論，這個人再沒

   8 



有機會去完成他的心願，因為天主馬上就要收回他的靈魂，

他那裡還能再建毂倉收集他的糧食呢? 因為我們的生命是掌

握在天主手中，誰也不能確保自己會有明天，趁着自己有生

命的每一天，就要去做上主願意我們去做的事。所以我真是

非常讚賞那些人在百忙之中，回應天主的召叫，貢獻出自己

的愛心，精神，時間來為團體服務的人。   

 

無論在任何地方，任何時間，我們都應該開心喜樂地侍奉上

主。有一故事想和大家分享 : 在上主的計劃中，祂做了一棵

枝葉茂盛的常青樹，叫他整年辛勞地餵養他的每一片樹葉，

常青樹依照上主的聖意去滋養每一片樹葉，果然枝葉茂盛，

長得好美。很多住在附近的人或路過的旁人都很喜歡那棵常

青樹。直至有一天，有一位過客，不知為了什麽原因，他非

常不喜歡那棵長青樹，他對着常青樹抱怨地說 : 「同是常青

樹，你比不上柳樹，你看柳樹多美，枝葉下垂，隨風摇曳，

多舒服。你就沒有它的好，你真是比不上它」。「還有，為

何你又不是落葉樹呢 ? 落葉樹春天長滿葉子，秋天時落葉，

到了冬天，全部葉子都落掉，光秃秃的樹幹，總比你全年長

滿葉子好看得多」。「在這個地方，如果我們可以换種其他

樹，可以比你好」。 

 

這一位過客每次經過常青樹都懷着抱怨的心情及不友善的話

語對常青樹，他還把他抱怨常青樹的看法對其他路人說，有

些人不加思考便相信了，也懷着抱怨的態度去看常靑樹，有

人還計劃想去破壞那棵長春樹。 

 

 

 

   9 



日子久了，常青樹終於忍受不住，它問上主說:「主，我只是

照你的意思去做，整年盡心盡力去餵養每一片樹葉，我實在

太辛苦了，而且辛苦得好像沒有代價」。 

主安慰常青樹說: 「是我的意思把你做成常青樹，你枝幹朝

天，是我给你的力量抵抗地心引力。我要你做一棵有用的

樹，將來能用來做工具或器皿，别人對你的看法不必掛慮，

也不要悶悶不樂，快樂地去做一棵我所要的常青樹吧 !  」 

常青樹说: 「天主，我感谢你，唯有在你內，我得到了指引

及安慰。我會努力做一棵你所要及所愛的常春樹」。 

 

在我們短暫的人生旅途中，無論是喜，是悲，是樂，是苦。

我們都要開心地在上主懷裏，享受上主赐给我們無窮無盡的

愛。上主是愛，我們是祂的寶貝孩子，祂每分每秒都愛着我

們，看顧着我們。願我們都好像常春樹一樣，不要懷疑天主

要我們為祂做的工作，要勇敢面對一切的困難，主耶穌會牽

着我們的手，渡過難關。只要我們努力地做上主喜悦的事，

别人的看法是不重要的，我們要作傳揚主福音的工具，效法

主耶稣基督，把愛，平安與喜樂帶给世人。何處有仁，何處

有愛，上主便常在。我們要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做一個悦

樂上主的好兒女，開心快樂地在上主的懷裏, 過着有建設性

及有意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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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啓示                 Sylvia Law  羅陳惠珍 
 
 
 
 

我們剛受洗的同學們都很感激歐神父，在他的帶領下，走一

條正確的路. 更在各位導師如 Joe Lin， Melissa Poon,  Alfred 

Poon，Andrew Lin，Simon Lin，Celine Wong 的教導下，使

我們明白更多的道理. 以前我以爲只要遵守十誡，便可以稱

得上完美，原來有很多罪，犯了而不自知，例如驕傲，自

滿，不包容別人，或輕視他人，也是一些例子.  

我現在醒覺起來，要多些關懷，鼓勵，愛護家人，教友，師

長，朋友等，人生才有真正意義，在另一方面，別人也感受

到溫暖. 這是天主給我的啓示，無論打多少遊戲機玩意，也

得不到如此的幸福和快樂.  

現在我寧願把時間用在閲讀聖經上，多點思考和領悟其中的

道理.  當人生經歷了一些事物，你又會領悟到以前不明白的

地方. 現在我只是個小學生，希望多接觸各位神職人員，師

長和教友等，他們會給我更多正面和美好的能量與啟示. 
 

祝天主保佑各位，身體健康愉快！ 
 
 
 
 

  11 



偉大的母親                       Mei Takada 甄美玉   

 
 
 

剛剛渡過了一個非常忙的五月，聖母月，又是傳統的偉大母

親節，经過九個月的慕道課程，今年的復活節我剛領了堅

振，更加强我對天主的信念，學識了在五月盡量抽時間每日

念聖母經,以表達對聖母的尊崇。及祈求她賜福我的女兒和家

人平安順利 ！ 
 

 在這個過去的五月，聖母月，母親節.........令我特別想念我已

故的母親Maria 崔少芳！ 請求天主把她的靈魂帶領到天國

去  ! 

 

 記得有一次當我幫我孫女洗澡時，她不喜歡我和她洗澡的方

式，便對我說 ：" 我喜歡媽媽幫我洗澡，我的媽媽是最好

的！ "  當時聽到這話，令我無限感慨 ！ 我對她說：" 我的媽

媽也是最好的， 妳的媽媽的媽媽也是最好的 ！ "  説此話

時，我的眼眶已透出涙水來。 
 

雖然對一個只有六歲小孩來說，她怎會明白呢？。 但是我相

信世界上的每一位母親，都會明白，無論用任何方式，意

見，做得對與錯 ，每位母親都是覺得那是最好的，給予兒女

們甚至孫兒，孫女們盡心盡力幫忙，並無期望回報 ！ 
 

但是所謂老豆養仔仔養仔,母親只知道會盡力為兒孫做到最

好，試問有多少人會盡力為母親做到最好呢？ 

所以天下的媽媽都是最好的 ！ 懇請天下的兒女們，要每天

都對自己的母親回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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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感恩 ！包容 ！ 寬恕 ！善言！関心！不要只等待到每

年的母親節 。 
 

古語有云：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願天主，聖母保佑天下的所有母親和兒女 ！ 
 
 
 
 
 
 
 
 
 

   不信而信，信而不信，有時信有時不信   

                                   連聯波 （Joe Lin） 
 
 
 
 

    大家可能見過或聽過，有些不信教的人，突然變得非常熱

心；而有些本來很規矩去教堂望彌撒或服務的、或讀教會學

校的人，卻變得冷淡，甚至乎成為無神論主義者並且反對教

會。 

著名心理治療醫師Scott Peck 的書Further Along the Road Less 

Traveled 第七章中，對信仰的心靈成長四階段有很好的描

述： 

第一階段 (混沌/反社會)  Chaotic / Antisocial. 

第二階段 (擺脫生命混沌) Formal / Antisocial 

第三階段 (追尋真理/ 懷疑論者) Skep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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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階段 (密契主義/ 重視大同) Mystical / Communal 

   

從第一階段的不信到第二階段的信，可以是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般快速的顿悟；而從第三階段的無神論主義者的不信到

第四階段的深信，可以是漫長過程的漸悟。Scott Peck將James 

Fowler 教授的權威著作 《信仰的階段 》(Stages of Faith)  - 心

靈成長分為六個階段，把它節縮成四個階段，簡單而實用。

以下是書中的一些精要。 
 

第一階段 – 不信 
 

第一階段也可以說是最底層，稱之為「混沌／反社會」的階

段。處於這個階段的人大約占全人口的20% ，所謂的「謊

人」也包括在內。大致而言，這一階段沒有靈性可言，處於

這階段的人全然不講原則。稱他們反社會，因為這些人儘管

會假裝充滿愛心，事實上跟周遭人群的關係非常自私，而且

以操縱為能事。混沌則是因為既然不講原則，他們唯一遵循

的就只有自己的意志。缺乏羈束的意志今天往東，明天可能

轉往西，生活也跟著一團混亂。因為如此，處於這階段的人

經常陷入困境，坐牢、住院，甚至流落街頭。不過也有一部

分人，為了達成野心而能做到良好的自律，博得相當的權

力、聲望、地位，甚至可能當上總統或知名的傳道人。 

第一階段的人有時會觸及自身生命的混沌，這可能是人類最

痛苦的經驗。通常他們會默默承受，但如果痛苦持續不斷，

就可能自殺，我認為有些不明原因的自殺案例屬於此類。有

時候他們會痛改前非而進入第二階段，這種改變通常來得極

為突兀而戲劇化，彷彿上帝真的伸出手拉拔他們的靈魂，使

他們一躍至高一階的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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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 信 
 

進入第二階段，稱之為「形式／組織化」。用組織化一詞，

因為這一階段的人倚賴某種組織約束他們。事實上，大多數

上教堂的人都處於這個「形式／組織化」的階段。雖然階段

之間是漸進變化，沒有明顯的區分，但處於第二階段的人，

他們的宗教行為有若干特徵，最明顯可見的是，他們仰賴教

會控制一言一行，非常執著於宗教的形式。 
 

處於第二階段的人最討厭別人更動宗教的形式或儀式、修訂

禱告詞、引進新的讚美詩。例如聖公會在七十年代決定，在

不同禮拜日輪流用不同說話方式表達同一件事，引起很多人

激烈反對，導致教會內部大分裂。不過這階段的人，對宗教

形式的改變感到憤怒不安，也是人之常情，因為他們原本就

是希望藉助宗教的形式，擺脫生命的混沌。 

這階段的宗教行為还有個特色，就是他們幾乎完全把天主當

作外在、與自己有別的存在。他們不了解天主存在於每個人

心中，不明瞭神學家所謂的「內在宇宙」- 就是人類的靈魂

具有神性，而一口咬定天主高高在上，遙不可及。他們心目

中，天主具有男人的形體，雖然他們也相信天主有愛心，但

祂擁有懲戒的力量，在應該運用時從不遲疑，是天上一個仁

慈的大警察。從各個角度看，這就是處於第二階段者需要的

天主。 
 

然而，一旦到了人類發展過程中的“青春期”，他們就會開始

說：「誰需要那些愚蠢的神話、迷信，還有那個老古板的教

會？」於是開始脫離教會，成為懷疑論者或無神論者，讓父

母感到震驚與憂傷。這表示他們開始轉變，進入「懷疑／強

調個人」的第三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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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階段 – 不信 

大致而言，第三階段的人在靈性方面超越第二階段的人，不

過照一般定義，他們沒什麼宗教信仰，成為懷疑論者或無神

論者。他們一點也沒有反社會傾向，反而非常投入，會成為

道德重整委員會或環保運動的楝梁；成為充滿愛心與關懷的

家長；全心全意追尋真理。如果追得夠深夠廣，就會找到他

們尋求的東西：足夠的真理碎足夠的真理碎片，拼湊成一幅

接近完整的畫面。結果發現它不僅不怎麼美麗，還跟他們仍

處於第二階段的父母或祖父母所相信的原始神話或迷信頗為

類似。至此，他們將邁入稱為「密契主義(mystical)／重視團

體(communal)」的第四階段。 

 

第四階段 – 信 

雖然密契主義(mystical)一詞很難界定，而且在我們的文化中

還有貶抑的涵意，又經常定義錯誤，但還是用它描述這個階

段。崇尚密契主義的人有幾點特色，他們能看出事物表面之

下具有某種凝聚力。來自各文化或宗教的密契主義者，基於

對這種互相關連的認知，都主張和諧與團結。他們還常談到

矛盾這個字眼。 

信奉密契主義的人熱愛密契經驗，同時也知道，解開愈多，

發現愈多。他們生活在充滿神祕的世界裡，感到很自在，不

像第二階段的人，對所有不夠黑白分明的事物都會感到不

安。 

世界所有偉大宗教的一大共同特徵就是，它們似乎可以同時

對第二階段和第四階段的人說話，好像教義本來就可以翻譯

成兩種不同的版本。舊約詩篇第一百一十一首最後一節說：

「敬畏天主是智慧的開端。」在第二階段的人，這句話可翻

譯成：「當你開始害怕天上的大警察時，就開始變聰明

了。」對第四階段的人，它的意義是：「對天主的敬畏，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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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指點啟蒙之路。」 

基督徒最愛掛在嘴邊的「耶穌是救世主」，也是個很好的例

子。對於在第二階段的人，耶穌像童話裡的教母，碰到困難

只要喊他的名字，他就會隨時趕來搭救。但第四階段的人的

解釋是：「耶穌透過他的生與死，為我指點一條通往救贖的

天國大路」。 
 

不同階段的敵意與認同 

不同階段造成的最大問題，就是處於心靈旅程不同階段的

人，相互之間會產生飽受威脅的感覺，這也是我們要了解這

些階段最主要的原因。 

仍處於我們剛脫離的階段的人，在某些方面可能會對我們造

成威脅，因為我們對新身分還沒有把握、還缺乏安全感。可

是相反情況發生的機率更大，階段領先我們的人，更易令我

們感到威脅。 

第一階段的人常裝出一副滿不在乎的樣子 ― 似乎對什麼都

無所謂。可是你若能看透他們的內心，就會發現幾乎任何

人、任何事都令他們膽戰心驚。 
 

第二階段的人不覺得第一階段的人（罪人）構成威脅。他們

喜歡這些罪人，把他們當作最佳輔導對象；可是第三階段凡

事懷疑的個人主義者，對他們是種威脅，第四階段的人更需

要防備，因為他們表面上相信同樣的東西，信仰中卻帶有可

怕到極點的自由。 
 

第三階段的懷疑論者，倒不覺得第一階段那批沒有原則的人

對他們構成威脅，也不怕第二階段的人，只把他們當作迷信

的傻瓜。可是他們怕第四階段的人，因為他們跟自己一樣能

運用科學思考，卻又相信什麼瘋狂的上帝。要是你跟第三階

段的人提到「悔改」(conversion)，他們立刻聯想到傳教士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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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異教徒的手臂逼他就範，不惜掀屋頂遁跑。 

很籠統地用「悔改」一詞，稱呼心靈修練的各個進階過程，

但是每次轉變都是一種截然不同的經驗。第一階段到第二階

段的轉變，通常非常突然、戲劇化，第三階段到第四階段的

轉變比較漸進，他們在靈性方面，領先那些主要由按時上教

堂者構成的第二階段的人。這些人也經過一番心理轉變 ― 

不過他們是悔改成為懷疑論者，即如聖經所謂的「心的割禮

(circumcision of the heart)」。他們雖領先那些在特定時刻承認

耶穌是救主的人，但還需要經過另一次侮改，才能覓得平靜

或正義。侮改不是一時就結束的事，它跟所有靈性成長一樣

是一種持續不斷的程序。 
 

不同階段的判斷和武斷 

要提醒大家，在論斷別人及自己心靈成長程度時，需要審慎

而保持彈性。很多人表面上看來屬於某個階段，但實際上不

是。例如有些上教堂的人，照判斷應該是第二階段，可是他

們內心對自己的宗教非常不滿，已經開始用科學思維懷疑宗

教。 

同樣的，不見得所有的科學家都屬於第三階段。很多人只把

科學訓練用在非常狹隘的研究領域上，然後就放心大膽對世

間所有其他神祕都視若無睹。這樣的科學家其實還在第二階

段。 

還有一種心理學家稱作「邊緣型人格」(borderline personality) 

的人，他們的特徵是彷彿一腳踏在第一階段，另一腳踩在第

二階段，一手在第三階段，一根手指頭又在第四階段。他們

無所不在，前後不一，這也是我們稱他們為臨界的原因：沒

有形態可言。 

此外，還有人可能在發展到較高的層次後，又退步回去。我

們對於從第二階段退回第一階段的人，有個專有名詞 ― 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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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者 (backslider)。 

在不能跳過任何一階段的限制下，還是有人進展比別人快。

有人成長快，也有人卡在原位，停滯不前。關於心靈成長，

還有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不論我們發展到多遠，都會保留一

部分早期各階段的痕跡。 
 

謙遜是福 

不論你的修練進步到什麼程度，都不可能消滅早期心靈階段

留下的痕跡。要是你現在沾沾自喜，自認為已經十拿九穩踏

上了第四階段的正義之路，別忘了查看一下反思。相對的，

不論你覺得優越或自卑，認清每個人內心深處都有超越目前

階段的跡象、蓄勢待發的潛力，也會有幫助。作家王爾德說

得好：「每個聖人都有不可告人的過去，每個罪人都有美好

的展望。」 

另外還有一個需要保持謙遜的理由。希望大家記住，Scott 

Peck提出的第四階段不是高峰，而是個起點，靈修修練的起

點。了解到這一點，我們更能夠接納和尊重身邊的配偶、子

女、父母、親人和朋友的信仰的心靈成長。 

主佑！ 
 
 
 
 
 

孫兒領洗～感恩                           (務農氏) 

 

 

數月之前，個半月大的孫兒領洗了，我們都非常高興及感

恩。小孫兒能夠領受天主的救恩，成為天主的子女，在主的

慈愛中及聖神的帶領下成長，真是有「福」。這「福」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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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除一切疾病困苦，或將來擁有俗世的榮華富貴、權力地

位；而是信仰帶來的內心平安、喜樂及永恆的生命。我們白

白地接受了天主的恩寵，我們有沒有時常懷有知恩、感恩及

還恩之心呢？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Winnie Cheng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隨己意描繪自己的人生藍

圖。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可以少一些忍讓，多一些掠奪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可以無拘無束地追求世間的愛

情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用所有的時間為自己的目

標奮鬥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全身全心投入世界追求榮

華富貴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不必為心中的責備低頭認

罪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不必為世人的靈魂牽掛憂

心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可以…....... 

但是 ...........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便沒有了永恆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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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便找不到人生真正的價值與意義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便會渾渾噩噩度過我的一生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的一生便會如煙逝去不留一絲痕

跡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的愛情便會沾染了這世化的污濁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的追求都變成虛無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我的一生仍活在慾望的牢寵中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  我便找不到人生的終極意義與歸宿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 ,  我仍不知如何與人無爭 

如果我不是一位基督徒，我的人生規劃終成空虛一

場 ............... 

 
 
 
 
 
 
 

處理逆境                                   Andrew Mak 

 

從前有一位大嫂，人人都稱呼她黃大嫂，她在餐館 做消潔

工，收入微薄，她聽到人們說炒股很易發達，於是她把畢生

的積蓄三十多萬元，投入股票市場，一心想飛黃騰達。 

很不幸，不足兩個月，她的本錢已經輸到所餘無幾，連工作

和生活的動力都輸掉。老闆及同事知道後，老闆跟她說，我

地一齊想辦法，一定可以集齊三十萬，不用太憂愁。 

 

竟然，黃大嫂向老闆說，就算給我三十萬，又有何用途？怎

樣我都已經輸掉了三十萬，沒辦法可以取回。黃大嫂依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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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終日愁眉苦臉。 

雖然老闆並無說那三十萬是送給她的，至少也可暫時解決燃

眉之急。黃大嫂始終都不能從過去的傷痛走出來。 

 

人如果只是永遠留在過去的傷痛，未有把握今日，將傷痛治

癒，努力創造明天，那麼無論黃大嫂或是關心她的朋友，都

會因她的執著，承受痛楚。 

相信大家都應該知道用什麼的態度來處理逆境了。 

 

 

 

 

不同意見與和而不同                 Daniel Leung                                      

 

先說三個故事。話說有十個人去行山，有幾位因每日上班十

分辛勞，所以行山時慢慢走欣賞風景，放鬆身心，看到蝴蝶

飛舞，便追逐拍照。有幾位看到螞蟻排隊運食物，停下來細

看。但有一些平日没有時間做運動，便把握機會鍛練體力，

疾步快走，有人想打破自己的舊紀錄、有人希望打倒別人的

紀錄。結果有人用三小時完成，有人花了八小時才完成。大

家都向領隊埋怨，有的抱怨別人走得太快、以致錯過風景，

有的抱怨其他人走得太慢，不如去逛商場，那算是運動呢？ 

誰對誰錯呢？每一個埋怨都有他的道理。當每人都堅持自己

的理念時，便吵起來了！ 
 

第二個例子：話說有一個教會團體，有幾位是剛領洗的，有

一位需是剛領洗兩三年，但經常參加不同聖堂的各樣神修活

動，包括一系列的信仰課程、一日的避靜、一個下午的講

  
2222
22 



座、經常性的聖經分享和工作坊等等，這位年輕教友愈來愈

愛主耶穌，差不多每日都參與彌撒，和積極參與聖堂活動。

另有一些領洗好幾十年的教友，過去有二三十年沒有去聖

堂，最近這幾年回歸教會。也有一些幾十年前便已積極尋找

信仰、不斷慕道、更新、聖化自己和積極參與堂區工作的。 

假若被問及有關一個避靜或工作坊，或對講者的評價時，因

著每人的經驗、經歷、信仰歷程、和個人與天主的關係都很

不一樣，很明顯大家的理解、體會、感覺、得著可以是大大

不同。但在問卷調查的評分中，每人的意見都有著相同的份

量。 
 

第三個故事是說在社區大學有關學生給予一個教授微積分老

師的評價，有幾位同學原來數學程度是高水平的，再得到老

師的啟發，拿到A+成績。有一些是拿到B和C的同學。但有

一些同學因數學程度是比較低的，老是聽不明白老師說的, 

以至該科目不及格。 

因著每人的得著不同，這些同學給予老師的評價由最好至最

差都有。當學生成績不好時，他是會承認是自己的問題還是

會埋怨講師呢？ 

因著大家背景、能力、經驗、都很不一樣，十個人有十個不

同意見，這是很正常的。我們應該互相聆聽，以多了解大家

之間相同的地方和不相同的地方差異在那裏！可能是大方向

不同，程度層次不同，但也可能是大方向相同，只是細節上

不同。 

正因為我們之間的多元性，我們才有機會從別人身上學到或

了解到我從來沒有涉獵的地方或想法。透過互相分享，互相

學習，我們一同成長。在基督徒團體中，這些都需要大家懷

著愛心，坦誠溝通，才能具體明白同與不同的地方。當大方

向都是尋找認識上主，互相幫助更新聖化自己時，便可以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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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中，求同存異，以理性對事不對人的態度，尋找共識

和不同意見中最好的方案。 

信仰團體是需要大家用愛心去長期建立的，真正的基督徒團

體是大教會的基層組織、生活細胞、完整單位。應該是以基

督為中心，當然可以互相包容、坦誠溝通、積極運用團員各

自的優點強項使之發揮，去為福音服務。 

雖然意見不同，信仰團體是可以「和而不同」的！ 
 
 
 
 
 

 

 

人生最後旅程 - 愛德的施與       (我你他) 

 

最近，與遠住在台湾的表哥联络上，大家分别了半個世紀。

互訴近况。使我很感動地知道他們在過往生活中，最難忘的

便是他和太太、及姊姊陪伴過百歲的父親走過人生最後旅程

的十年光景。由於他們堅持不讓父親入住老人院，他姊姊放

棄了全職的工作，留在家照顧老人家。而表哥盡可能每星期

日都放棄休息或娛樂的時間，參與主日感恩祭後陪老人家飲

茶、散步。太太為了老人家的健康，費盡心思學習自然療法

為他保健及治療－般的病痛。及至後期，父親的老人病日漸

嚴重，乃至洗澡及大小二便也要他們協助，並數次入住醫

院，跨過多次的難關，最後安祥地回歸天家。 

在整個施與受的過程中，表哥好像失去了很多自由的空間，

但從中他卻體驗到人生的短暫和人性的軟弱，也令我深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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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天主的大能和慈愛、更懂得怎樣依賴上主，培養忍耐、

謙卑、接納、寛恕之心。在關愛中與主相偕，所獲得的平

安、喜樂是遠超乎所付出的一切。愛德行動是信德的果實，

是向天主感恩的最佳回應，也是天主最喜悅的活祭獻。表哥

希望與大家分享：我們多唸玫瑰經，求聖母為我們轉禱，使

我們能常常以孝愛之心，善待父母及長輩。 

 

 

 

 

What matter to life?                   Ribi Leung                                        
 
Deacon Clement Tsui has discussed with us at the 
workshop that we should think about what we could do 
to serve God, praise God. But it just seems like life is 
always so busy, and I can only do something in future 
when I am less busy at work or when I retire. 
 
Recently there were two events which were very 
alarming to me. One was my high school classmate, 
Chow, passed away on Dragon Boat Festival day, as he 
drowned when swimming at the beach in Hong Kong. 
Chow was very smart, a talent in high tech industry, a 
PhD from very good university in US.  He also lived 
very healthy life style, did marathon etc. It was a shock 
to our class, and we couldn’t believe he has passed 
away, and we couldn’t believe death can be so close to 
us. 
 
Another incident was a workforce reduction at where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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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 The group which was impacted the most was the 
senior management. So, quite a few of my coworkers 
who have worked at the company for 20+ years were let 
go. This company move has broken years of effort in 
keeping employee loyalty, and also demotivated one to 
be dedicated to work. 
 
Both these incidents have reminded me about the 
discussion with Deacon Tsui that it is true that some of 
our daily matter actually should not be priority of life at 
all. What really matter is love to God, family and 
friends, and I shall always keep this in mind. 

 

 

 

 

“DO NO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Fr. John Rose 
     

The untimely death of a Jesuit Missionary and friend, 
Austin Gonsalves (62), last Monday shocked the Jesuits 
in India. Recently, he took treatment for his heart and 
had a persistent cough. Within days, Austin breathed his 
last. However, on the eve of his death, when asked by 
his friend why God gave him, a priest, such sickness, 
Austin replied: “No, God didn’t give me this sickness. 
All of us have cancer cells which are under control. 
Most likely because of my lifestyle or food or sleeping 
habits or persistent use of modern gadgets, I might have 
given cause of these cells to grow and destroy the g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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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lls. God does not cause sickness, we cause it 
ourselves.” The opening words of today’s readings 
declare: “Death was not God’s doing.” 

 

Today’s readings speak about death with Jesus as the 
victor over death. However, the Book of Wisdom 
provides the presuppositions for this victory. In sum, 
God has created the world as essentially good (Wisdom 
1:14; See Gen I). We, human being, in particular, were 
created to be immortal since, as the first reading 
reiterates, we are created “in God’s image”, parallel to 
Genesis 1:26. Death came into the world through “the 
devil’s envy”. 
 
The death spoken of here is not necessarily biological; 
but more specifically, moral and spiritual. In other 
words, one dies to the extent that one lives an immoral 
or unspiritual life or unexamined life. As Socrates says, 
“An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 Indeed, Christ 
not only conquers biological death by his resurrection, 
but he saves us from sin by teaching us how to 
overcome evil andbad circumstances around us.  
 
Today’s responsorial psalm (30) links the first reading 
and the gospel: “I will praise you, Lord, for you have 
rescued me.” The original context is the ‘death’ that the 
Israelites experienced in the desecration of the temple 
by Antiochus Epiphanes and the subsequent restoration 
of the temple in the time of the Maccabees (164 BC). It 
is thus a psalm of national thanksgiving. Here however, 
it celebrates Christ’s victory and triumph over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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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oday’s Gospel, Mark sandwiches the story of the 
woman with the hemorrhage in-between two parts of 
the narrative of the raising of Jairus’ daughter. This 
insertion can be understood either as: 
1. a device to explain Jesus’ late arrival at Jairus’ 
house – a delay that meant that the little girl had already 
died; or 
2. that the miracle in the insertion explains the other, 
greater miracle. Interpreted either way, both miracles 
prefigure Jesus as the one who saves from sickness and 
death.  
The Gospel stories have precedents in two traditions. 
Jesus’ raising of Jairus’ child is reminiscent of the 
resuscitation of children by Elijah (1 Kings 17:17-24) 
and Elisha (2 Kings 4:32-37) and reveals Jesus as the 
Prophet par excellence. On the other hand, the story of 
the hemorrhaging woman has traces of the Greek 
tradition. The woman’s touching Jesus’ garment 
suggests that she considered him a ‘divine person’ 
shown by Jesus’ feeling that power had gone out of him 
when the woman touched him. The central message of 
both stories is the Jairus and the woman personally 
encounter their Lord and Savior with profound faith. 
And this is what we learn today from these two. As a 
take-home lesson, Jesus is telling us, “Do not be afraid, 
just have faith”.  
 
We often feel that God is the cause of all births/deaths. 
Commenting about Jesus’ life, the great Archbishop 
Fulton Sheen wrote: “All women and men come into 
this world to live, but this man, Jesus, came to die.” 
Beautiful as this sounds, we must remember that J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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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id, “I have come that you might have life, and have it 
in abundance” (John 10: 10). Indeed, God is a God of 
life and “death is not God’s doing.” It is, rather, we who 
cause death in myriad forms – through our weaknesses, 
evil ways, sins, selfishness, pride, power play, greed, 
jealousy, bad politics and godlessness. Nonetheless, the 
Lord of Life bids us touch people and heal them.  
 
Are we ready to hold people’s hands and cry out with 
the power of the Spirit: “Talitha, Kum” – little girl, sick 
men and women, addicted men and women, sorrowing 
widow, failed student, arise, arise, arise!”? With the 
wisdom of persons like the Jesuit, Father Austin, let us 
cooperate with God to fight death and promote and 
assert life.  
 
Once an absentminded professor was late for his 
lecture. He jumped into a taxi and shouted, “Hurry! 
Drive fast!” As the cab sped along, he realized that he 
had not told the driver where to go, so he shouted, “Do 
you know where I am going?” “No, sir,” said the 
cabbie, “but I am driving as fast as I can!” Alas, we can 
also journey this life going nowhere. And in our busy, 
noisy, digital world, Jesus shows us the road that we do 
not need to be afraid to travel, but just to have faith.  
 

29 



S
an

 J
os

e 
C

hi
n

es
e 

C
at

ho
li

c 
C

o
m

m
u

ni
ty

 
C

an
to

n
es

e 
G

ro
up

 
72

5
 W

as
hi

n
gt

on
 S

tr
ee

t 
S

an
ta

 C
la

ra
, C

A
 9

50
5

2
 

ht
tp

:/
/w

w
w

.s
jc

cc
-c

an
to

n
es

e.
or

g 
em

ai
l:

 s
jc

cc
.c

an
to

n
es

e@
g

m
ai

l.
co

m
 

te
l:

 (
4

0
8)

 8
77

-6
66

5
 

 


